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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保色水性涂料及制作

方法，高保色水性涂料包括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

水性涂料和/或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

料；其制作方法是将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

料和/或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的各原

料分批加入到搅拌机中，加水搅拌，最后加入聚

偏二氟乙烯乳液和颜料色浆调色，加入消泡剂搅

拌后得到成品；本发明得到的高保色水性涂料，

有高耐候、保色的特点，使最终制得的涂料具有

良好的保色性。还可增强涂料的耐侯性和耐化学

腐蚀性，特别是改变了目前乳胶漆外墙涂料耐侯

性差、易褪色的缺点。是宗教庙宇、幼儿园、户外

广告、等鲜艳墙体标志的理想选择。使用范围广、

维护简单、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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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保色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该高保色水性涂料包括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水

性涂料和/或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

所述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其原料配方包括水、润湿剂、分散剂、多功能助剂、

消泡剂、羟乙基纤维素、增稠剂、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丙烯酸乳液、聚偏

二氟乙烯乳液、颜料色浆，以质量份数计，水20-25份、润湿剂0.08-0.15份、分散剂0.6-0.8

份、多功能助剂0.1份、消泡剂0.2-0.3份、羟乙基纤维素0.3-0.5份、增稠剂0.4-0.6份、钛白

粉1-12份、高岭土8-10份、碳酸钙15-20份、滑石粉4-6份、硅灰石2-3份、丙烯酸乳液10-15

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8-15份、颜料色浆0.1-8份；

所述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其原料配方包括水、分散剂、消泡剂、羟乙基纤

维素、增稠剂、硅溶胶、硅酸钾、无机分散剂、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聚偏

二氟乙烯乳液、颜料色浆，以质量份数计，水20-25份、分散剂0.6-0.8份、消泡剂0.2-0.3份、

羟乙基纤维素0.3-0.5份、增稠剂0.4-0.6份、硅溶胶12-15份、硅酸钾8-20份、无机分散剂

0.4-0.6份、钛白粉1-12份、高岭土8-10份、碳酸钙15-20份、滑石粉4-6份、硅灰石2-3份、聚

偏二氟乙烯乳液8-15份、颜料色浆0.1-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是硅酸盐涂料用季

铵盐分散剂；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和矿物油的复合消泡剂；所述增稠剂为聚氨酯类和碱溶

胀类复配的增稠剂；所述羟乙基纤维素为粘度3万的疏水改性纤维素，所述丙烯酸乳液为苯

丙或硅丙乳液；所述硅酸钾的模数为2.5-4.0，所述硅溶胶平均粒径为7-10nm；所述颜料色

浆为氧化铁系列的颜料色浆；所述聚偏二氟乙烯乳液为新型水性含氟乳液。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高保色水性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制作方法包

括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制作方法和/或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制作方

法；

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制作方法步骤是：

S1、基料制作，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水、润湿剂、多功能助剂、分散剂、消泡剂、羟乙基纤

维素、增稠剂后进行混合搅拌；

S2、加入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继续搅拌；

S3、加入丙烯酸乳液继续搅拌；

S4、加入颜料色浆调色；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颜色的颜料色浆并加入聚偏二氟

乙烯乳液，搅拌，最后加入消泡剂搅拌后得到成品；

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制作方法步骤是：

S5、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水、分散剂、消泡剂、、羟乙基纤维素、增稠剂后进行混合搅拌；

S6、加入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继续搅拌；

S7、加入硅溶胶、硅酸钾溶液、无机分散剂继续搅拌；

S8、加入颜料色浆调色；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颜色的颜料色浆并加入聚偏二氟

乙烯乳液，搅拌，最后加入消泡剂搅拌后得到成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1、S5中，搅拌速度为300

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S2、S6中，搅拌速度为

1300转/分，搅拌时间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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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S3、S7中，搅拌速度为

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S4、S8中，加入颜料色浆

和聚偏二氟乙烯乳液时的搅拌速度300转/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加入消泡剂时的速度300

转/分，搅拌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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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保色水性涂料及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机高分子聚合物，尤其涉及一种由乳胶漆、硅酸盐无机涂料、聚

偏二氟乙烯乳液、颜料色浆制作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及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前的外墙涂料主要采用丙烯酸乳液为成膜粘结剂，添加颜料，溶剂，助剂、经过调

配而成的外墙装饰材料。外墙涂料对于美化、保护墙面，起到美观，清洁，保护的效果，被广

泛使用和推广。但现有技术中的外墙涂料耐侯性差，褪色的问题是现有外墙涂料无法克服

的问题。硅酸盐无机涂料尽管耐候性好，但也存在褪色的问题。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超耐候、

高保色外墙涂料诞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高保色水性涂料及制

作方法，由乳胶漆、硅酸盐无机涂料、聚偏二氟乙烯乳液、颜料色浆制作而成，具有高耐候、

保色的特点，使最终制得的涂料具有良好的保色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高保色水性涂料，为乳胶漆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包括水、润湿剂、分散剂、

多功能助剂、消泡剂、羟乙基纤维素、增稠剂、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丙烯

酸乳液、聚偏二氟乙烯乳液、颜料色浆，以质量份数计，水20-25份、润湿剂0.08-0.15份、分

散剂0.6-0 .8份、多功能助剂0.1份、消泡剂0.2-0 .3份、羟乙基纤维素0.3-0 .5份、增稠剂

0.4-0.6份、钛白粉1-12份、高岭土8-10份、碳酸钙15-20份、滑石粉4-6份、硅灰石2-3份、丙

烯酸乳液10-15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8-15份、颜料色浆0.1-8份。

[0006] 本发明并提供了上述高保色水性涂料的制作方法，该制作方法的步骤为：

[0007] S1、基料制作，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水、润湿剂、多功能助剂、分散剂、消泡剂、羟乙

基纤维素、增稠剂后进行混合搅拌；

[0008] S2、加入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继续搅拌；

[0009] S3、加入丙烯酸乳液继续搅拌；

[0010] S4、加入颜料色浆调色；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颜色的颜料色浆并加入聚偏

二氟乙烯乳液，搅拌，最后加入消泡剂搅拌后得到成品。

[0011]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1中，搅拌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

20分钟。

[0012]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2中，搅拌速度为1300转/分，搅拌时

间30分钟。

[0013]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3中，搅拌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

20分钟。

[0014]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3中，加入颜料色浆和聚偏二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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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液时的搅拌速度300转/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加入消泡剂时的速度300转/分，搅拌10分

钟。

[0015] 一种高保色水性涂料，为无机涂料体系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包括水、分散剂、消泡

剂、羟乙基纤维素、增稠剂、硅溶胶、硅酸钾、无机分散剂、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

硅灰石、聚偏二氟乙烯乳液、颜料色浆，以质量份数计，水20-25份、分散剂0.6-0.8份、消泡

剂0.2-0.3份、羟乙基纤维素0.3-0.5份、增稠剂0.4-0.6份、硅溶胶12-15份、硅酸钾8-20份、

无机分散剂0.4-0.6份、钛白粉1-12份、高岭土8-10份、碳酸钙15-20份、滑石粉4-6份、硅灰

石2-3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8-15份、颜料色浆0.1-8份。

[0016] 本发明并提供了上述高保色水性涂料的制作方法，该制作方法的步骤为：

[0017] S5、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水、分散剂、消泡剂、、羟乙基纤维素、增稠剂后进行混合

搅拌；

[0018] S6、加入钛白粉、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继续搅拌；

[0019] S7、加入硅溶胶、硅酸钾溶液、无机分散剂继续搅拌；

[0020] S8、加入颜料色浆调色；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颜色的颜料色浆并加入聚偏

二氟乙烯乳液，搅拌，最后加入消泡剂搅拌后得到成品。

[0021]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5中，搅拌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

20分钟。

[0022]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6中，搅拌速度为1300转/分，搅拌时

间30分钟。

[0023]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7中，搅拌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

20分钟。

[0024]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在所述的步骤S8中，加入颜料色浆和聚偏二氟乙烯

乳液时的搅拌速度300转/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加入消泡剂时的速度300转/分，搅拌10分

钟。

[0025]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分散剂最好是硅酸盐涂料用季铵盐分散剂(无机分

散剂)；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和矿物油的复合消泡剂；所述增稠剂可以聚氨酯类和碱溶胀类

复配的增稠剂；所述羟乙基纤维素为粘度3万的疏水改性纤维素，所述丙烯酸乳液为苯丙或

硅丙乳液；所述硅酸钾的模数为2.5-4.0，所述硅溶胶平均粒径为7-10nm；所述颜料色浆以

氧化铁系列最佳；所述聚偏二氟乙烯乳液为新型水性含氟乳液。

[0026] 聚偏二氟乙烯常态下为半结晶高聚物，结晶度约为50％。迄今报道有α、β、γ、δ及ε

等5种晶型，它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在一定条件(热、电场、机械及辐射能的作用)下又可

以相互转化。密度1.75-1.78g/cm3。玻璃化转变温度-39℃，脆化温度-62℃，熔点170℃，热

分解温度350℃左右，长期使用温度－40～150℃。其突出特点是机械强度高，耐辐照性好。

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在室温下不被酸、碱、强氧化剂和卤素所腐蚀。

[0027] 特性：1、聚偏二氟乙烯具有优良的耐化学腐蚀性、优良的耐高温色变性和耐氧化

性。2、聚偏二氟乙烯具有优良的耐磨性、柔韧性、很高的抗涨强度和耐冲击性强度。3、聚偏

二氟乙烯具有优良的耐紫外线和高能辐射性。4、聚偏二氟乙烯亲水性较差。5、可射出及押

出之氟化树脂(俗称热可塑性铁氟龙)。6、耐热性佳并有高介电强度。

[0028] 应用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电子电气和氟碳涂料三大领域，由于聚偏二氟乙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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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具有超强的耐候性，可在户外长期使用，无需保养，该类涂料被广泛应用于发电站、机场、

高速公路、高层建筑等。另外聚偏二氟乙烯树脂还可以与其他树脂共混改性，如聚偏二氟乙

烯与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树脂共混得到复合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建筑、汽车装

饰、家电外壳等。

[0029] 本发明采用聚偏二氟乙烯树脂改性生产出的水性聚偏二氟乙烯乳液，保留了聚偏

二氟乙烯的耐化学腐蚀性、优良的耐高温色变性和耐氧化性的特点，引入亲水基团，使其具

体亲水性，加工成水性乳液。是水性外墙涂料的绝佳成膜物质。

[0030] 水性聚偏二氟乙烯乳液包裹色浆，屏蔽了色浆的氧化性。

[0031] 本发明的性能如下(硅酸盐基料)：

[0032] 项目指标

[0033] 在容器中状态搅拌后无结块，均匀状态；

[0034] 细度≤50微米；

[0035] 施工性两道无障碍；

[0036] 干燥时间表干≤1h；实干≤12h；

[0037] 耐水性(168h)无起泡、裂痕、剥落，掉粉；

[0038] 耐碱性(0.5％NaOH溶液168h)无起泡、裂痕、剥落，掉粉；

[0039] 低温和热储稳定性无结块、凝聚、霉变现象；

[0040] 耐人工老化性(2000h)无起泡、裂痕、剥落、粉化、变色。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2] 本发明的高保色水性涂料利用聚偏二氟乙烯乳液、色浆制作水性外墙涂料，可以

广泛应用于乳胶漆、硅酸盐无机涂料体系，克服了目前水性外墙涂料耐侯性差、易褪色的缺

点，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采用聚偏二氟乙烯乳液具有高耐候、保色的特点，使最终制得的

涂料具有良好的保色性。除大大增强保色性外还具有保持原乳胶漆、硅酸盐无机涂料的特

性，增强阻燃、硬度、附着力、耐化学腐蚀性等性能，保色性能优异，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一

举解决目前外墙涂料的耐侯性差、易褪色的缺陷。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4] 实施例1：

[0045] 乳胶漆体系

[0046] 配方：水20、润湿剂0.08、分散剂0.6、多功能助剂0.1、消泡剂0.2、羟乙基纤维素

0.3、增稠剂0.4、、钛白粉1、高岭土8、碳酸钙15、滑石粉4、硅灰石2、丙烯酸乳液10、聚偏二氟

乙烯乳液8、颜料色浆0.1。

[0047] 制作：

[0048] 1、基料制作，以重量份计，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20份的水、润湿剂0.08份、多功能

助剂0.1份、0.6份的分散剂、0.2份的消泡剂、0.3份的羟乙基纤维素、0.4份的增稠剂，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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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49] 2、加入钛白粉1份、高岭土8份、碳酸钙15份、滑石粉4份、硅灰石2份，搅拌速度为

1300转/分，搅拌时间30分钟；

[0050] 3、加入丙烯酸乳液10份，份搅拌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51] 4、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的色浆0.1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8-15份，速度300

转/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

[0052] 5、加入消泡剂0.2份，速度300转/分，搅拌10分钟。

[0053] 实施例2：

[0054] 乳胶漆体系

[0055] 配方：水25、润湿剂0.15、分散剂0.8、多功能助剂0.1、消泡剂0.3、羟乙基纤维素

0.5、增稠剂0.6、、钛白粉12、高岭土10、碳酸钙20、滑石粉6、硅灰石3、丙烯酸乳液15、聚偏二

氟乙烯乳液15、颜料色浆8。

[0056] 制作：

[0057] 1、基料制作，以重量份计，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25份的水、润湿剂0.15份多功能助

剂0.1份、0.8份的分散剂、0.3份的消泡剂、0.5份的羟乙基纤维素、0.6份的增稠剂，速度为

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58] 2、加入钛白粉12份、高岭土10份、碳酸钙20份、滑石粉6份、硅灰石3份，搅拌速度为

1300转/分，搅拌时间30分钟；

[0059] 3、加入丙烯酸乳液15份，份搅拌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60] 4、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的色浆8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15份，速度300转/

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

[0061] 5、加入消泡剂0.2份，速度300转/分，搅拌10分钟。

[0062] 实施例3：

[0063] 无机涂料体系

[0064] 配方：水20、分散剂0.6、消泡剂0.2、羟乙基纤维素0.3、增稠剂0.4、硅溶胶12、硅酸

钾8、无机分散剂0.4、钛白粉02、高岭土8、碳酸钙15、滑石粉4、硅灰石2、聚偏二氟乙烯乳液

8、颜料色浆0.1。

[0065] 制作：

[0066] 1、基料制作，以重量份计，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20份的水、0.6份的分散剂、0.2份

的消泡剂、0.3份的羟乙基纤维素、0.4份的增稠剂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67] 2、加入钛白粉1份、高岭土8份、碳酸钙15份、滑石粉4份、硅灰石2份，搅拌速度为

1300转/分，搅拌时间30分钟；

[0068] 3、加入12份的硅溶胶、8份的硅酸钾溶液、0.4份无机分散剂，搅拌速度为600转/

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69] 4、调色，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的色浆0.1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8份，速度

300转/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

[0070] 5、加入消泡剂0.2份，速度300转/分，搅拌10分钟。

[0071] 实施例4：

[0072] 无机涂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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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配方：水25、分散剂0.8、消泡剂0.3、羟乙基纤维素0.5、增稠剂0.6、硅溶胶15、硅酸

钾20、无机分散剂0.6、钛白粉12、高岭土10、碳酸钙20、滑石粉6、硅灰石3、聚偏二氟乙烯乳

液15、颜料色浆8。

[0074] 制作：

[0075] 1、基料制作，以重量份计，依次向搅拌机中加入25份的水、-0.8份的分散剂、0.3份

的消泡剂、0.5份的羟乙基纤维素、0.6份的增稠剂速度为300转/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76] 2、加入钛白粉12份、高岭土10份、碳酸钙20份、滑石粉6份、硅灰石3份，搅拌速度为

1300转/分，搅拌时间30分钟；

[0077] 3、加入15份的硅溶胶、20份的硅酸钾溶液、0.5份无机分散剂，搅拌速度为600转/

分，搅拌时间20分钟；

[0078] 4、调色，根据用户需求颜色加入不同的色浆8份、聚偏二氟乙烯乳液15份，速度300

转/分，搅拌时间为20分钟；

[0079] 5、加入消泡剂0.2份，速度300转/分，搅拌10分钟。

[0080]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及本发明的

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

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

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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